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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的一种崇高政治美德ꎮ 进入新时代ꎬ 习近平以强烈的使命担

当、 非凡的理论勇气和卓越的政治智慧ꎬ 围绕对党忠诚的基本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ꎮ 这些重

要论述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党忠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ꎬ 又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忠诚历史

的经验总结ꎻ 既是对新形势下防范化解政治风险以及消除忠诚异化的现实思考ꎬ 又是对中华传统忠

诚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ꎮ 习近平关于对党忠诚的重要论述围绕为什么要对党忠诚、 谁对

党忠诚、 对党忠诚什么、 怎样检验对党忠诚、 如何养成对党忠诚等展开ꎬ 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对党忠

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ꎬ 内涵丰富ꎬ 思想深邃ꎬ 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宝库ꎬ 对不

断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ꎬ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胜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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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强调ꎬ
坚持党的领导首先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ꎬ “党中央要求党的领导干部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ꎬ 胸怀 ‘国之大者’ꎬ 对党忠诚、 听党指挥、 为党尽责”①ꎮ “对党忠诚” 是对中国共产

党人最根本的政治要求ꎮ 进入新时代ꎬ 习近平以强烈的使命担当、 非凡的理论勇气和卓越的政治智

慧ꎬ 围绕对党忠诚的基本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ꎬ 内涵丰富ꎬ 思想深邃ꎬ 影响深远ꎬ 极大地丰

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宝库ꎬ 对不断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ꎬ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新胜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党忠诚的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

人的正确思想绝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ꎬ 也不是人的头脑中固有的ꎬ 归根结底来自丰富生动的社

会实践及历史文化传统ꎮ 这就告诉我们ꎬ 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党忠诚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ꎬ 需

要从理论来源、 历史基础、 现实条件和文化因素等方面思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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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党忠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博大精深ꎬ 蕴含了丰富的对党忠诚思想ꎮ 首先ꎬ 共产党人要忠诚于无产阶

级政党的信仰ꎮ 马克思恩格斯参与起草的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规定: 加入盟员的条件之一ꎬ 就

是必须 “承认共产主义”ꎬ “不得参加任何反共产主义的 (政治的或民族的) 团体”①ꎮ 盟员如果不

能遵守ꎬ 即行开除盟籍ꎮ 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 «共同章程» 也规定ꎬ 凡加入协会的团体和

个人ꎬ 都必须 “承认真理、 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②ꎮ 其次ꎬ 共产党人

要忠诚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纲领ꎮ 一个政党的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ꎬ 也是巩固全党团

结统一的思想基础ꎮ 针对爱森纳赫派领导人李卜克内西等ꎬ 在实现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全德工人联

合会合并过程中ꎬ 把拉萨尔主义的观点写入合并的纲领草案ꎬ 马克思写下 «哥达纲领批判»ꎬ 尖锐

地批评了纲领草案的错误ꎬ 要求制定党的纲领必须坚持原则ꎮ 恩格斯在批评法国工人党可能派时也

强调ꎬ 放弃革命的纲领ꎬ “这帮人根本不是什么党ꎬ 更不是什么工人政党”③ꎮ 最后ꎬ 共产党人要忠

诚于无产阶级政党铁的纪律ꎮ 无产阶级政党是建立在自觉遵守铁一般纪律基础上、 以实现共产主义

为最终目标的政治组织ꎮ 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时指出ꎬ 如果有人把权威和集中作为诅

咒的东西的话ꎬ “说这种话的人ꎬ 要么不知道什么叫革命ꎬ 要么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④ꎮ 马克思也

强调: “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ꎬ 否则将一事无成ꎮ”⑤ 这表明ꎬ 没有铁的纪律ꎬ 就没有无

产阶级政党ꎬ 也就不能团结群众、 坚持斗争、 战胜强大的敌人ꎮ
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ꎬ 更加重视对党忠诚问题ꎬ 丰富和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ꎮ 第一ꎬ 对党忠诚是共产党员的必备条件ꎮ 列宁在创立和建设新型无产阶级政

党的过程中ꎬ 把对党忠诚作为党员入党的一个基本条件确立下来ꎮ 他指出ꎬ 那种徒有其名的党员ꎬ 就

是白给ꎬ 我们也不要ꎮ 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新党员无疑是 “社会阶层当中最忠实、 最真诚、 最有才能的

人”⑥ꎮ 针对夺取政权后大量投机分子混入党内的情况ꎬ 列宁要求利用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这

个创举来检验党员是否对党忠诚ꎬ 指出: “１９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以后入党的一切党员ꎬ 如果没有特殊的劳

动或功绩证明自己绝对忠诚可靠ꎬ 能够做一个共产党人ꎬ 都需要经过这样的审查ꎮ”⑦ 第二ꎬ 共产党员

要忠诚于党的信仰和党的组织ꎮ 列宁在创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ꎬ 旗帜鲜明地要求党员牢记自

身身份、 绝对忠诚于党的信仰ꎮ 他在 «我们的纲领» 一文中指出ꎬ 没有革命的理论ꎬ 就不会有坚强的

社会党ꎬ “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ꎬ 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ꎬ 他们能运用

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ꎬ “反对毫无根据的攻击ꎬ 反对败坏这个理论的企图”⑧ꎮ 他在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左派” 幼稚病» 一文中强调ꎬ 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想做一个觉悟的、 信仰坚定的、
思想进步的宣传家ꎬ 想做一个群众工作的领导者ꎬ 就 “应当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进行

一切必要的实际的妥协、 机动、 通融、 迂回、 退却等等的才干结合起来”⑨ꎬ 这样才能保证布尔什维克

党在领导群众斗争中不断取得革命胜利ꎮ 此外ꎬ 针对马尔托夫的错误思想ꎬ 列宁强调加入本党的党员

不仅要承认党的主义和纲领ꎬ 而且也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ꎬ 接受党的纪律约束ꎮ １９０５ 年 ４ 月ꎬ 俄国

４８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４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５８ 年ꎬ 第 ５７２ 页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３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１７２ 页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４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５５５ 页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４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５００ 页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２９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７２ 年ꎬ 第 ４１３ 页ꎮ
«列宁选集» 第 ４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５６ 页ꎮ
«列宁选集» 第 ４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２２ 页ꎮ
«列宁选集» 第 １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２７４ 页ꎮ
«列宁选集» 第 ４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２０３ 页ꎮ



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 “凡承认党纲、 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

织的工作的人ꎬ 都可以作为党员ꎮ”① 这就用党章把党员忠诚于党的组织确立下来ꎮ 第三ꎬ 坚决清除对

党不忠诚、 不老实的投机分子ꎮ 对党不忠诚、 不老实ꎬ 是同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背道而驰的ꎮ 十月革

命胜利后ꎬ 针对一些投机分子混入党内ꎬ 列宁指出: “必须把欺骗分子、 官僚化分子、 不忠诚分子和不

坚定的共产党员以及虽然 ‘改头换面’ 但内心里依然故我的孟什维克从党内清除出去ꎮ”② 他还强调ꎬ
党员干部即便是中央委员ꎬ 凡是在党内搞派别活动ꎬ 危及党的生命ꎬ 就 “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ꎬ
直到开除出党”③ꎮ 总之ꎬ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党忠诚的重要论述不是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ꎬ 是对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对党忠诚思想的继承和创新ꎮ
２. 对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忠诚历史的经验总结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政党ꎬ 从创建伊始就把对党忠诚确立为立党

原则ꎮ １９２１ 年 ７ 月ꎬ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强调: “凡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ꎬ 并愿成为忠实党员的

人均可接收为党员ꎬ 成为我们的同志ꎮ”④ １９２９ 年 １２ 月召开的古田会议ꎬ 系统地回答了中国共

产党思想建党、 政治建军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ꎬ 也把 “忠实” 规定为党员入党条件之一ꎮ 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ꎬ 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指出ꎬ 为了赢得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胜

利ꎬ 我们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造就大批抗日先锋队来开辟革命道路ꎮ 当然ꎬ 造就的为民族解

放而斗争的先锋队应当是 “胸怀坦白的ꎬ 忠诚的ꎬ 积极的与正直的”⑤ꎮ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ꎬ 邓小平在中共

南京市委支部书记及部队排以上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ꎬ 忠诚与老实是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政治

品质ꎮ “忠诚就是将全部真情率直而老实地向党坦白出来ꎬ 就是要忠实于党的事业ꎬ 忠实于人民的

事业ꎮ”⑥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ꎬ 正是靠千千万万忠诚的共产党人浴血奋战ꎬ 英勇牺牲ꎬ 在经历无数

艰险、 磨难后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ꎬ 开启了中国发展的新纪元ꎮ
新中国成立以后ꎬ 为了让全党同志保持革命战争年代的精神状态ꎬ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淬炼党员

对党忠诚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ꎮ 针对有些党员不够标准问题ꎬ １９５１ 年 ４ 月ꎬ 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

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指出ꎬ 目前必须把党员的条件提高到尽可能的适当程度ꎮ 今

后接收的新党员 “都必须是对党忠诚、 愿意为党的事业终身奋斗的人”⑦ꎮ 这次会议通过的 «关于发

展新党员的决议» 还强调: “每个党员必须下定终身坚持革命斗争的决心ꎬ 积极地为党工作ꎬ 严格

地遵守党的纪律ꎬ 执行党的政策ꎬ 遵守国家法令ꎬ 把党或人民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ꎬ 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ꎬ 奋不顾身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斗争ꎬ 在党所领导的一切斗争和事业中起模范作

用ꎮ”⑧ 这表明ꎬ 对党忠诚是具体的、 实践的ꎬ 就是要坚持党和人民的事业高于一切ꎬ 模范遵守党的

纪律ꎬ 自觉执行党的决议和服从组织安排ꎮ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ꎬ 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ꎬ 把 “对党忠诚老

实ꎬ 不隐瞒和歪曲事实真相”⑨ 规定为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之一ꎬ “这对于党的生活有重大的原则意

义”ꎬ “是我们唯物主义者的根本立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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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ꎬ 为了适应所处历史方位和执政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ꎬ 中国共产党把对党

忠诚问题放到党的建设更加突出的地位ꎮ １９８０ 年 ２ 月ꎬ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党内政治

生活的若干准则» 指出ꎬ 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ꎬ 说老实话ꎬ 做老实事ꎬ 当老实人ꎬ 光明磊落ꎬ 表

里如一ꎬ 这是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质ꎮ 因此ꎬ “共产党员要忠诚坦白ꎬ 对党组织不隐瞒自己的错

误和自己的思想、 观点”ꎮ “不要当面一套ꎬ 背后一套ꎻ 不要口是心非ꎬ 阳奉阴违ꎮ”① １９８２ 年 ９ 月ꎬ
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ꎬ 对党员、 干部保持对党忠诚作出更全面、 更严格的规定ꎬ 强调 “对党忠

诚” 是对党员的最基本要求以及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ꎬ 并将 “对党忠诚” 写进入党誓词ꎮ 此后ꎬ 对

党忠诚在党的建设中得到不断强化ꎮ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ꎬ 针对有些党员干部对党不忠诚、 不老实的问题ꎬ
江泽民指出ꎬ 坚持 “四化” 方针选人用人ꎬ 要以革命化为前提ꎮ “我们讲的革命化ꎬ 最主要的就是

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立场ꎮ”②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ꎬ 胡锦涛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要求革命军人做 “忠
诚于党” 的模范ꎬ “自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ꎬ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ꎬ 坚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ꎬ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党指挥”③ꎮ 概言之ꎬ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党忠

诚的重要论述是在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忠诚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ꎮ
３. 对新形势下防范化解政治风险、 消除忠诚异化的现实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高度ꎬ 按照全面

从严治党的总要求ꎬ 深刻阐述了对党绝对忠诚的重大意义、 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等ꎮ 这些新思想新

论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科学把握世情、 国情和党情深刻变化的基础上提出的ꎮ
从国际来看ꎬ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这对共产党人保持对党忠诚提出了深层次考

验ꎮ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既是一个大发展的时代ꎬ 又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ꎮ 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

球化、 社会信息化、 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ꎬ 各国的利益休戚相关、 命运紧密相连ꎻ 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ꎬ 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ꎬ 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发展进步ꎻ 新兴市场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及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ꎬ 重塑着全球治理体系和规则ꎬ 国际力量对比更

趋平衡ꎮ 但大变局所蕴藏着的风险挑战是前所未有的ꎬ 特别是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

变局加速演进ꎬ 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ꎬ 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上升ꎬ 世界经济低迷ꎬ 国际贸易和投资

大幅萎缩ꎬ 国际经济、 科技、 文化、 安全、 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ꎬ 世界进入动荡变革

期”④ꎮ 因此ꎬ 如何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坚定对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信心ꎬ 是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破解的重大现实课题ꎮ
从国内来看ꎬ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ꎬ 对共产党人保持对党忠

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

体布局、 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和发生历史性变

化ꎮ 但是ꎬ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ꎬ 绝不是轻轻松松、 敲锣打鼓就

能实现的ꎮ 这需要全党同志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ꎬ 保持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ꎬ 并为之付出艰苦的努

力ꎮ 具体而言ꎬ 即实现共同富裕、 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需要下大功夫ꎬ 解决人民对民主、
法治、 公平、 正义、 安全、 环境等方面的要求需要多方着力ꎮ 特别是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变

的新阶段ꎬ 社会转型带来利益分化ꎬ 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呈现多样化ꎬ 价值个体主义愈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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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ꎬ 去中心化、 去公共化、 去权威化演变成一种文化气候①ꎮ 这些消极腐朽思想观念的滋生蔓延ꎬ
势必会侵蚀党的健康肌体ꎬ 加剧党员干部对党忠诚异化的风险ꎮ 因此ꎬ 为了防范化解这种风险ꎬ 要

求党员、 干部始终做到对党绝对忠诚ꎮ
从党内来看ꎬ 贯彻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以及消除对党忠诚异化现象ꎬ 要求把对党忠诚摆在重要地

位ꎮ 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和人民的公仆ꎮ 进入新时代ꎬ 为了切实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

务ꎬ 习近平强调ꎬ 培育造就一支忠诚、 干净、 担当的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ꎬ 必须把对党忠诚作为选

拔好干部的首要标准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ꎬ 他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革命战争年代ꎬ 对

党忠诚、 英勇善战、 不怕牺牲的干部就是好干部ꎮ” “现在ꎬ 我们提出政治上靠得住、 工作上有本

事、 作风上过得硬、 人民群众信得过等具体要求ꎬ 突出了好干部标准的时代内涵ꎮ”② 不管是革命战

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ꎬ “对党忠诚” 始终都是选人用人的首要标准ꎮ 此外ꎬ 坚决清除对党不忠

诚、 不老实的 “两面人”ꎬ 是习近平强调对党忠诚的最直接原因ꎮ 在国内外消极因素影响下ꎬ 有的

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出现严重危机ꎬ 背离党的性质宗旨ꎬ 忘记初心使命ꎬ 利欲熏心ꎬ 腐化堕落ꎻ 有的

党员干部 “在其主政的地方建 ‘独立王国’ꎬ 搞小山头、 拉小圈子ꎬ 对党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ꎬ
为实现个人政治野心而不择手段”③ꎮ 党内存在这些突出问题的原因ꎬ 归根结底就是党员、 干部对党

忠诚出了问题ꎮ 因此ꎬ 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ꎬ 需要不断锤炼党员、 干部对党忠诚的政治品质ꎮ
４. 对中华传统忠诚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ꎬ 忠诚思想是其宝贵财富ꎮ 首先ꎬ 忠诚是一种美德和品

格ꎮ 忠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ꎬ 古代先哲们对其推崇备至ꎬ 并把它作为立身之本ꎮ 孔子对 “忠
诚” 给予极大关注ꎬ 强调君子要做 “言忠信ꎬ 行笃敬” 的完美统一者ꎮ 后汉马融所著的 «忠经» 开

宗明义写道: “天之所覆ꎬ 地之所载ꎬ 人之所履ꎬ 莫大乎忠ꎮ” 这就是说ꎬ 天地之间的人ꎬ 遵循的最

重要信条就是坚守忠诚ꎮ 其次ꎬ 对 “道” 的无限忠诚ꎮ 在中国古代ꎬ 思想家们常常把 “忠诚” 与

“崇道” 密切联系ꎮ 孔子写下 “朝闻道ꎬ 夕死可矣”ꎬ 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 “求道”ꎮ 老子强调 “从
事而道者同于道”ꎬ 要求人们遵循 “道” 的法则ꎮ 不管是对 “天道” 的坚守ꎬ 还是对 “人道” 的探

求ꎬ 反映的都是先哲们对 “道” 的推崇ꎮ 最后ꎬ 忠于国家和人民ꎮ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ꎬ “忠诚” 往

往同国家民族认同密切联系ꎮ 学生子张问孔子: 楚国人子文多次担任宰相都没有露出高兴的样子ꎬ
而多次被免职也没有表现出懊恼ꎮ 这是什么原因? 孔子回答: “忠矣ꎮ” 这里的 “忠”ꎬ 即子文对国

家民族的忠心ꎮ 古代志士仁人对国家民族的忠诚和热爱ꎬ 不仅体现在言语上ꎬ 更体现在行动上ꎮ 屈

原对楚国忠心耿耿ꎬ 以投河自尽表达志向与气节ꎮ 文天祥面对元朝统治者的威逼利诱ꎬ 宁死不屈ꎬ
以身殉国ꎬ 表达了对国家民族的无限忠诚ꎮ 总之ꎬ 中华传统忠诚文化博大精深ꎬ 蕴涵丰富的政治智

慧和道德力量ꎬ 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党忠诚重要论述的出场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ꎮ

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党忠诚的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扣 “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这个重大时代主题ꎬ 根据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总要求ꎬ 在以

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实践过程中ꎬ 围绕对党忠诚的定位属性、 主体客体、 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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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践路径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新思考新探索ꎬ 构筑起了一个内涵丰富、 思想深邃的理论体系ꎮ
１. 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必备和首要的政治品质

对党忠诚是党员为党的理想信念、 价值追求和奋斗目标等所感召而作出的主体性选择ꎬ 是每个

党员入党时作出的庄严承诺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ꎬ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中指出ꎬ
对党忠诚、 永不叛党ꎬ 这是党章对每个党员的基本要求ꎮ 他在十九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再次

强调ꎬ “忠诚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优秀品格”①ꎬ 并指出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人对党忠诚的四重境

界: 一是 “忠诚印寸心ꎬ 浩然充两间” 的坚毅ꎻ 二是 “砍头不要紧ꎬ 只要主义真” 的无畏ꎻ 三是腹

中满是草根而宁死不屈的气节ꎻ 四是十指钉入竹签而永不叛党的坚贞ꎮ 鉴于此ꎬ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ꎬ 习近

平在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指出: “对党忠诚ꎬ 是共产党人首

要的政治品质ꎮ”② 由此可见ꎬ 对党忠诚在共产党人的政治生命和道德修养中居统领地位ꎮ
针对有的党员对党不忠诚、 不老实ꎬ 搞两面派、 做两面人的情况ꎬ 习近平旗帜鲜明地指出ꎬ 对党

忠诚老实实质上是党性问题ꎮ 他在十八届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强调ꎬ 加强组织纪律性必须增强党

性ꎬ 要引导党员、 干部正确对待组织的问题ꎬ 始终做到言行一致、 表里如一ꎬ 讲真话ꎬ 讲实话ꎬ 讲心

里话ꎬ 自觉接受党组织的教育和监督ꎮ 他在纪念朱德诞辰 １３０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ꎬ 党员、 干

部的党性不可能随着党龄的增加而自然增强ꎬ 也不可能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增强ꎮ 全党同志一定要

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ꎬ 任何时候都要同党同心同德ꎬ 对党忠诚ꎬ 为党分忧、 为党担责、 为

党尽责ꎬ 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ꎮ 只有这样ꎬ 才能把党和国家事业不断推向前进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ꎬ 习

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强调ꎬ 中央政治局同志要在政治立场、 政治方向、 政治原则、 政

治道路上同党中央始终保持高度一致ꎬ 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ꎬ “这是对大家党性的考验ꎬ 也是根本的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③ꎮ 总之ꎬ 对党忠诚说到底是党性问题ꎬ 关系党和国家事业的兴旺发达ꎮ
２. 对党忠诚是对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最根本的政治要求

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必备的优良政治品质ꎬ 是每个共产党员入党宣誓时作出的庄严承诺ꎮ 鉴于

此ꎬ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方案时指出ꎬ 要把我们党真正建设

成为世界上一个强大的政党ꎬ 必须把教育好管理好党员、 干部放到突出地位ꎮ 当一名共产党员ꎬ 首

先要解决好政治合格问题ꎮ 那种不信奉党的主张、 不履行党员义务、 不遵守党规党纪的党员ꎬ 不是

合格的党员ꎮ 对党不忠诚、 不老实ꎬ 是同共产党员的称号背道而驰的ꎮ 这表明ꎬ 对党忠诚是全党同

志必须自觉遵守的政治纪律和严格履行的党员义务ꎮ
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中坚力量ꎮ 习近平从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角度ꎬ 高度重视党的干部

尤其是高级干部、 中青年干部对党绝对忠诚问题ꎮ 一方面ꎬ 高级干部要做对党忠诚的标杆和表率ꎮ
高级干部对党绝对忠诚是直接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ꎮ 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远见

卓识高度重视高级干部对党绝对忠诚问题ꎬ 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ꎬ 党的高级干部必须对党忠诚ꎬ 做

到心中有党、 心中有民、 心中有责、 心中有戒ꎬ 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的团结统一ꎬ 在全党发挥

表率作用ꎮ 他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指出ꎬ 中央委员会的同志要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

统和优良作风ꎬ “要在党言党、 在党忧党、 在党为党ꎬ 带好头、 做好表率”④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ꎬ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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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时强调: “在对党忠诚问题上ꎬ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纯粹ꎮ”①

另一方面ꎬ 中青年干部要时刻把对党忠诚摆在首位ꎮ 中青年干部是关系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的问题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ꎬ 引用东汉马融 “善莫大

于作忠” 这句名言ꎬ 强调 “对党忠诚ꎬ 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②ꎮ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ꎬ 他在全国组织工

作会议上指出ꎬ 优秀年轻干部必须对党忠诚ꎬ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ꎬ 坚定不移地听党话、
跟党走ꎮ 他还强调: “我们挑选优秀年轻干部ꎬ 千条万条ꎬ 第一条就是看是否对党忠诚”ꎬ “这一点ꎬ
从一开始就要把握好ꎬ 确保选的苗子政治上过硬”③ꎮ 这表明ꎬ 对党绝对忠诚是中青年干部政治上的

“定海神针”ꎬ 是挺直政治生命之干的根本因素ꎮ
重点领域党的干部对党忠诚也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ꎮ 因此ꎬ 对掌握刀把子、 枪杆子、 印把

子、 笔杆子、 钱袋子的党员干部ꎬ 要在对党忠诚上有严格要求④ꎮ ２０１４ 年５ 月ꎬ 习近平在同中央办公厅

各单位班子成员和干部职工代表座谈时指出ꎬ 中央办公厅没有绝对忠诚是绝对不行的ꎬ “要把绝对忠诚

作为做好中办工作的首要政治原则ꎬ 作为中办队伍的首要政治本色ꎬ 作为中办干部的首要政治品质ꎬ
任何时候都不能含糊”⑤ꎮ 同年 １０ 月ꎬ 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要求军队党员干部始终做到对党绝对忠

诚ꎬ 即 “党叫干什么就坚决干ꎬ 党不允许干什么就坚决不干”⑥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 习近平就政法工作作出

指示: “培育造就一支忠于党、 忠于国家、 忠于人民、 忠于法律的政法队伍ꎬ 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党

和人民手中ꎮ”⑦ 同年 １２ 月ꎬ 他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 “党校因党而立ꎬ 党校姓党是天经地义的

要求ꎮ 党校姓党ꎬ 是党校工作的根本原则ꎬ 也是做好党校工作的根本遵循ꎮ”⑧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ꎬ 习近平

在接见 ２０１７ 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时强调: “坚定理想信念ꎬ 对党、 国家、 人民绝对忠诚ꎬ
是外交人员的根和魂”⑨ꎬ 要求驻外工作人员永葆对党忠诚、 为国奉献的赤子之心ꎮ 总之ꎬ 重要领域党

的干部对党忠诚问题ꎬ 不仅关乎特定领域的发展ꎬ 同样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ꎮ
３. 对党忠诚ꎬ 即忠诚于党的信仰、 党组织以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忠诚的价值是通过忠诚主体对忠诚客体的理性选择ꎬ 且产生稳定的情感和行为来确定的ꎮ 忠诚

本质上是对某项崇高事业自愿、 持久、 彻底的奉献ꎮ 因此ꎬ 对党忠诚 “必须体现到对党的信仰的忠

诚上ꎬ 体现到对党组织的忠诚上ꎬ 体现到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忠诚上”ꎮ
首先ꎬ 对党的信仰的忠诚ꎮ 对党的信仰的忠诚是对党忠诚的关键所在ꎮ 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以

利益为纽带而集结成的政党ꎬ 而是因为共同的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新型政党ꎮ 习近平指出ꎬ 党员

加入共产党ꎬ 就认定了马克思主义ꎬ 认定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ꎬ 也就认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ꎮ 因此ꎬ 对党忠诚必须矢志不渝地忠诚于党的信仰ꎬ 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ꎮ “只有对马克思

主义信仰坚定了ꎬ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坚定了ꎬ 对党忠诚才能有牢靠的基础”ꎮ 反之ꎬ “如果理

想信念不坚定ꎬ 遇到一点风雨就动摇ꎬ 那尽管平时表面上看着忠诚ꎬ 但最终也是靠不住的”ꎮ 我们

９８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党忠诚的重要论述及其重大意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２ 卷ꎬ 北京: 外文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ꎬ 第 １８９ 页ꎮ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２ 卷ꎬ 北京: 外文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ꎬ 第 １４１ 页ꎮ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ꎬ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ꎬ 第 ５６９ 页ꎮ
参见赵长茂: «做对党忠诚老实的共产党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党忠诚论述的体会»ꎬ «学习时报»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１７ 日ꎮ
习近平: «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ꎬ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ꎬ 第 ６１ 页ꎮ
«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ꎬ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ꎬ 第 ２４ 页ꎮ
«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ꎬ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ꎬ 第 １３８ 页ꎮ
习近平: «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ꎬ 第 ６ 页ꎮ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３ 卷ꎬ 北京: 外文出版社ꎬ ２０２０ 年ꎬ 第 ４２２ 页ꎮ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３ 卷ꎬ 北京: 外文出版社ꎬ ２０２０ 年ꎬ 第 １００ 页ꎮ
习近平: «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ꎬ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ꎬ 第 ６２ 页ꎮ



党在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ꎬ 靠的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对党的信

仰的无限忠诚ꎬ 并为之不懈奋斗ꎬ 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典型案件

表明ꎬ 有些党员干部在生死考验、 利益诱惑、 困难挫折面前迷失方向、 丢弃忠诚ꎬ 最根本原因就是

信仰动摇了ꎮ 对此ꎬ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意味深长地指出: 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

善于 “从我们国家和我们党的历史中ꎬ 从这些年党内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中ꎬ 汲取经验教训ꎬ 自觉挺

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ꎬ 用实际行动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理想信念和高尚人格的强大力量”①ꎮ
其次ꎬ 对党组织的忠诚ꎮ 中国共产党具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和严明的组织纪律等独特优势ꎮ 相信

组织、 服从组织是党的组织纪律ꎬ 也是党员的最基本品质ꎮ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

上指出ꎬ 党章规定 “四个服从” 既是党最基本的组织原则ꎬ 又是最基本的组织纪律ꎮ 因此ꎬ 全党同

志要强化党的意识ꎬ 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ꎬ 始终把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ꎬ 做到忠诚于组

织ꎬ 任何时候与党同心同德ꎮ 换言之ꎬ 在党组织面前ꎬ 党员干部绝不能隐瞒自己ꎬ 更不能信口雌黄ꎬ
要做到言行一致、 表里如一ꎬ 讲真话、 讲实话、 讲心里话ꎮ 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马克

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ꎬ 也是我们党在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ꎮ 针对党内存在的分散主

义、 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ꎬ 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ꎬ 坚持对党忠诚必须增强 “四个意识”ꎬ 坚

决做到 “两个维护”ꎬ 决不允许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 大是大非问题上同党中央唱反调、 搞自由

主义、 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ꎮ “每一个党的组织、 每一名党员干部ꎬ 无论处在哪个领域、
哪个层级、 哪个部门和单位ꎬ 都要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ꎬ 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ꎬ 决不允许背着

党中央另搞一套ꎮ”②

习近平还特别强调ꎬ 在党内政治生活中ꎬ 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ꎬ 对党忠诚不是对

领导干部个人尽忠ꎬ 党内不准搞人身依附关系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ꎬ 他在十八届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

指出: “干部都是党的干部ꎬ 不是哪个人的家臣ꎮ” 党组织不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ꎬ 对党忠诚是对党

的组织和党的事业的忠诚ꎮ 因此ꎬ “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ꎬ 决不能搞小山头、 小圈子、 小

团伙那一套ꎬ 决不能搞门客、 门宦、 门附那一套ꎬ 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③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ꎬ 针

对有的党员、 干部把对党忠诚等同于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ꎬ 把党内同志关系异化为人身依附关系的

情况ꎬ 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要扬党内关系之清ꎬ 倡导清

清爽爽的同志关系ꎬ 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ꎬ 让党内关系全面回归正常化、 纯洁化ꎮ”④ 以这些重要

论述为根本遵循ꎬ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要求: “任何人都不准把党的干部当作

私有财产ꎬ 党内不准搞人身依附关系ꎮ 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不能搞家长制ꎬ 要求别人唯命是从ꎬ
特别是不能要求下级办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ꎻ 下级应该抵制上级领导干部的这种要求并向更上级党

组织直至党中央报告ꎬ 不应该对上级领导干部无原则服从ꎮ”⑤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也规定ꎬ
“在党内搞团团伙伙、 结党营私、 拉帮结派、 培植个人势力等非组织活动”⑥ꎬ 均属于违反党的政治

纪律的行为ꎬ 应根据情节轻重及其后果ꎬ 给予从严重警告到开除党籍的处分ꎮ
最后ꎬ 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忠诚ꎮ 忠诚于党的理论ꎬ 就是要把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

论ꎬ 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放到突出地位ꎬ 用心用情用力地学ꎬ 努力提高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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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悟和理论水平ꎮ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ꎬ 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ꎬ 回顾

党的奋斗历程可以看到ꎬ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创造新的辉煌ꎬ 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重

视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ꎮ 当前ꎬ 我们要赢得历史主动ꎬ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ꎬ 必须把马克思主义

作为看家本领ꎬ “坚持不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 凝心聚魂ꎬ 坚定全党马克思主

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ꎬ 不断提高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思想政治水平”①ꎮ 忠诚于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ꎬ 就是要始终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ꎬ 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ꎮ 针对有些党

员干部对党中央决策部署搞阳奉阴违ꎬ 甚至公开发表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ꎬ 他强调: “维
护中央权威ꎬ 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ꎬ 是政治纪律ꎬ 是绝对不能违反的ꎮ”② 全党同志必

须坚决做到 “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ꎬ 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ꎬ 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ꎬ 决不允许上

有政策、 下有对策ꎬ 决不允许有令不行、 有禁不止ꎬ 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③ꎮ
４. 对党忠诚既是纯粹的和无条件的ꎬ 又是具体的和实践的

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ꎬ 也是每位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ꎮ 习近平总书记以 “纯粹” 和

“绝对” 作为检验党员干部对党忠诚的纯度ꎮ 所谓 “绝对” 忠诚ꎬ 即 “唯一的、 彻底的、 无条件的、
不掺任何杂质的、 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④ꎮ 这就是说ꎬ 对党忠诚不是半心半意、 三心二意的ꎬ 而是

一心一意、 全心全意的ꎮ 对党忠诚也绝不允许有任何折扣ꎬ 绝不能向党组织讨价还价ꎮ 正如习近平

在十九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说: “对党忠诚必须是纯粹的、 无条件的ꎬ 是政治标准、 更是

实践标准ꎬ 鲜明体现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上ꎮ 中军帐运筹帷幄ꎬ 一盘棋车马分明ꎬ 党中央作

出的决策部署ꎬ 所有党组织都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ꎮ”⑤ 从本质上说ꎬ 这是因为共产党人 “应该具有

人类最伟大、 最高尚的一切美德ꎬ 具有明确坚定的党的、 无产阶级的立场 (即党性、 阶级性) ”⑥ꎮ
正是无数共产党人做到了党叫干什么就坚决干什么、 党不允许干什么就坚决不干ꎬ 才铸就了中国共产

党在磨难中成长、 奋起ꎬ 屡次化危为机、 转危为安ꎬ 带领人民从苦难走向辉煌、 从胜利走向新胜利ꎮ
对党忠诚不是抽象的概念ꎬ 而是具体的、 实践的命题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ꎬ 习近平在同中央办公厅各

单位班子成员和干部职工代表座谈时ꎬ 用 “全面的” “具体的” 和 “坚决的” 三个关键词作为检验

对党忠诚的标准ꎮ 所谓 “全面的”ꎬ 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全方位向党中央看齐ꎬ 做到表里如

一、 知行合一ꎻ 所谓 “具体的”ꎬ 就是不能只在口头上讲讲ꎬ 关键是要落实到各个方面、 各项工作

上ꎻ 所谓 “坚决的”ꎬ 就是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ꎬ 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ꎬ 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

绝ꎬ 无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始终做到政治立场不偏移、 政治方向不偏向、 政治态度不暧昧ꎮ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ꎬ 针对对党忠诚在检验标准上存在的错误认识ꎬ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中

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指出ꎬ 对党忠诚在革命年代体现在为党和人民事业冲锋陷阵、 舍生忘死ꎬ
在和平时期也有明确检验标准ꎬ 即坚持党的领导以及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坚决贯

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及坚持党和人民的事业高于一切ꎮ
他还强调ꎬ 对党忠诚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ꎬ 不能只停留在口头表态上ꎬ 更要看实际行动ꎬ 始终做到

恪尽职守、 竭尽心力ꎮ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ꎬ 他在出席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时指出: “对党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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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必须始于足下ꎮ”① 如果党员干部连自己的本职工作都没做好ꎬ 不担当不作为ꎬ 把党组织交给的

“责任田” 撂荒甚至弄丢ꎬ 那就根本谈不上对党忠诚ꎮ
５. 对党忠诚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ꎬ 而是靠 “内外兼修” 淬炼的

对党忠诚作为共产党人的政治美德ꎬ 不会随着党龄的增加自然而然地提升ꎬ 而是通过 “内外兼

修” 锻造的ꎮ 针对新时代我们党肩负的使命及其面临的风险挑战ꎬ 习近平从防范化解政治风险的高

度ꎬ 强调从加强党性修养、 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 推进制度建设和弘扬积极健康忠诚文化等方

面ꎬ 不断锤炼党员干部对党忠诚的政治品质ꎮ
第一ꎬ 在强化学习教育中筑牢对党忠诚意识ꎮ 党员干部只有不忘党员身份ꎬ 不断增强党的意识ꎬ

才能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经受住风险考验ꎬ 做到对党绝对忠诚ꎮ 习近平高度重视对党员、 干部

进行对党忠诚教育ꎬ 要求以丰富的内容和灵活的形式提升学习教育的实效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ꎬ 他在同中

央办公厅各单位班子成员和干部职工代表座谈时指出ꎬ 加强对党忠诚教育ꎬ 要从党的苦难辉煌历史

中汲取精神力量ꎬ 深化对党的信任ꎬ 矢志不渝坚定对党的领导的信念ꎮ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ꎬ 他在中央军委

党的建设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ꎬ 要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武装

官兵ꎬ 开展 “传承红色基因、 担当强军重任” 主题教育ꎬ 筑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基础ꎮ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ꎬ 习近平在出席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时指出ꎬ 加强对党忠诚教育不仅要重视内

容ꎬ 也要不断创新形式ꎮ 中央和国家机关加强对党忠诚教育ꎬ 要发挥红色资源铸魂育人的优势ꎬ 形

成特色鲜明的党内政治文化ꎮ 同时ꎬ “党员领导干部要把对党忠诚纳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ꎬ 引导亲

属子女坚决听党话、 跟党走”②ꎮ
第二ꎬ 把对党忠诚作为选人用人的首要标准ꎮ 选人用人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关键性、 根本性

问题ꎮ 习近平站在维护党和国家政治安全的高度ꎬ 把忠诚确立为选人用人的首要标准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ꎬ 他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ꎬ 落实好干部标准ꎬ 关键是要严把政治关、 品

行关、 作风关和廉洁关ꎬ 真正让忠诚干净担当、 为民务实清廉、 奋发有为的干部得到褒奖、 重用ꎬ
让阳奉阴违、 阿谀逢迎、 弄虚作假的干部没市场、 受惩戒ꎮ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ꎬ 他在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

行政学院) 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ꎬ 培养选拔优秀干部是一件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

事ꎬ 衡量干部的标准ꎬ “忠诚始终是第一位的”③ꎮ 年轻干部只有把当老实人、 讲老实话、 做老实事

作为人生信条ꎬ 真正做到对党绝对忠诚ꎬ 才能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经受住风险考验ꎬ 也才能永

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ꎮ
第三ꎬ 以制度建设提升对党忠诚的纯度ꎮ 制度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 全局性、 稳定

性、 长期性ꎮ 习近平立足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新任务ꎬ 强调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治理对党不忠诚、 不

老实的问题ꎮ 党章作为最根本的党内法规ꎬ 是管党治党的总规矩ꎮ 党员干部要学习党章ꎬ 贯彻党章ꎬ
捍卫党章ꎬ 时刻用党章规范自己的言行ꎬ 始终做到在党言党、 在党爱党、 在党为党ꎮ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ꎬ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ꎬ 党章是我们党的总章程、 总规矩ꎬ 因此严明党的政

治纪律要从遵守和维护党章入手ꎮ 党员干部 “不论担任何种职务、 从事何种工作ꎬ 首先要明白自己

是一名在党旗下宣过誓的共产党员ꎬ 要用入党誓词约束自己”④ꎮ 针对有些党员对党不忠诚、 不老

实ꎬ 完全丧失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和道德底线的现象ꎬ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ꎬ 习近平在 “不忘初心、 牢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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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ꎬ 向全党提出重温党章、 重温入党誓词的要求: “党章要放在床

头ꎬ 经常对照检查ꎬ 看看自己做到了没有? 看看自己有没有违背初心的行为? 房间要经常打扫ꎬ 镜

子要经常擦拭ꎮ”①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作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一部重要党

内法规ꎬ 明确规定党员干部必须 “坚定理想信念” 和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等ꎮ 鉴于此ꎬ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ꎬ 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 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ꎬ 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

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ꎬ 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ꎬ 绝不做两面人、 两面派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ꎬ 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原则要求ꎬ 严格查处了大量

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的领导干部ꎮ “这些人大多是政治上的两面人ꎬ 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ꎬ 口

头一套、 行动一套ꎮ”②

第四ꎬ 用忠诚文化涵养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ꎮ 文化对人的影响最深沉、 最持久ꎮ 进入新时代ꎬ
习近平聚焦清除党内搞两面派、 做两面人的突出问题ꎬ 要求党员、 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用忠诚文化

涵养党性政德ꎬ 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ꎮ 首先ꎬ 倡导和践行共产党人价值观ꎬ 锤炼对党忠诚的政

治品格ꎮ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ꎬ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ꎬ 要大力倡

导和弘扬忠诚老实、 光明坦荡、 公道正派、 实事求是、 艰苦奋斗、 清正廉洁等价值观③ꎮ 他在党的

十九大上强调: “弘扬忠诚老实、 公道正派、 实事求是、 清正廉洁等价值观”ꎬ “坚决反对搞两面派、
做两面人”④ꎮ 其次ꎬ 弘扬革命文化ꎬ 传承对党忠诚的红色基因ꎮ 革命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

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精神标识ꎬ 蕴涵了丰富的信仰力量和忠诚品格ꎮ 为此ꎬ 习近平要

求党员干部从革命文化中汲取忠诚的力量和奋进的动力ꎬ 做到在乱云飞渡中保持定力、 在 “糖衣炮

弹” 轮番轰炸下坚守初心ꎮ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ꎬ 他在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强调ꎬ
党员干部要经常进行思想政治体检ꎬ “同先辈先烈、 先进典型 ‘对照’ꎬ 不断叩问初心、 守护初

心”⑤ꎮ 最后ꎬ 汲取传统忠诚文化精华ꎬ 筑牢对党忠诚的党性底线ꎮ 忠诚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中的积极

因子ꎬ 对涵养共产党人对党忠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ꎮ 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华传统忠诚文化铸魂育人

的功能ꎬ 要求党员干部从中汲取对党绝对忠诚的力量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 他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

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ꎬ 那些蜕变分子、 腐败分子之所以走上歧途、 走上不归路ꎬ 最根本的

是理想信念发生了动摇ꎬ 在生死考验、 利益诱惑、 困难挫折面前松懈了斗志、 忘却了身份、 丢弃了

忠诚⑥ꎮ 领导干部应该做到秉公用权ꎬ 舍生取义ꎮ

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党忠诚的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平围绕对党忠诚的一系列重大命题进行新探索新思考ꎬ 建构起一个内涵

丰富、 思想深邃、 意义深远的理论体系ꎬ 以原创性贡献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ꎬ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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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理论宝库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 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ꎬ 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对党忠诚的新思想新论断ꎬ 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党建学说的理论宝库ꎬ 在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ꎮ 具体说来ꎬ 习近平紧扣

坚决清除对党不忠诚、 不老实、 阳奉阴违的两面人、 两面派这个突出问题ꎬ 以战略眼光和辩证思维深

刻回答了对党忠诚的定位属性、 主体客体、 衡量标准和实践理路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ꎬ 彰显了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对党忠诚重要论述的系统性、 整体性和协同性ꎮ 习近平把马克思主义党建基本原理同新

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实际相结合ꎬ 提出了 “党内所有的政治问题ꎬ 归根到底就是对党是否忠诚”ꎻ
“忠诚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优秀品格”①ꎻ “对党忠诚ꎬ 关键是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ꎻ “对党忠诚ꎬ
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ꎬ 不是有条件的而是无条件的”② 和 “对党忠诚必须始于足下”③ 等ꎮ 这些观

点极具创新性ꎬ 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党忠诚重要论述的科学性、 革命性和原创性ꎮ
２. 对防范化解政治风险和维护政治安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ꎬ 我们党坚持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ꎬ 高度重视锤炼党员、 干部对党忠诚的政治品

质ꎬ 保持和发展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ꎬ 有力地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健康发展ꎮ 但同时也应清楚地

看到ꎬ 由于一度出现管党不力、 治党不严的问题ꎬ 一些党员干部在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渗

透腐蚀下迷失方向ꎬ 动摇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ꎬ 背弃对党绝对忠诚ꎬ
做出了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ꎻ 一些党员干部在社会转型中经受不住权力和利益的诱惑ꎬ 丢掉信仰ꎬ
背弃宗旨ꎬ 忘记初心ꎬ 出现在政治上变质、 在经济上贪婪、 在道德上堕落、 在生活上腐化等问题ꎬ
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和信誉ꎬ 危及党和国家的政治安全④ꎮ 针对这些情况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ꎬ 以强烈的使命担当和巨大的政治勇气ꎬ 强调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必备的优秀品质ꎬ 党员干

部最基本的党性要求是忠诚于党的信仰、 党组织以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ꎬ 要求党员干部对党

忠诚要在 “绝对” 两个字上下功夫ꎬ 坚决清除对党不忠诚、 不老实的两面派、 两面人ꎮ 在实践中ꎬ
随着这些新思想新论断的贯彻落实ꎬ 为防范化解政治风险隐患构筑起一道 “铜墙铁壁”ꎮ 如今ꎬ 我

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已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 “赶考” 之路ꎮ 这条 “赶考” 之路绝不

是平坦的ꎬ 必将遇到不少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ꎮ 唯有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党忠诚的重

要论述为指引ꎬ 注重抓好贯彻落实ꎬ 才能有效防范化解政治风险ꎬ 确保党长期执政、 长期执好政ꎬ
维护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繁荣发展ꎮ

３. 为不断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提供了重要遵循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ꎬ 也是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的青春密

码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地抓全面从严治党ꎬ 把对党不忠诚、
不老实这个党的政治建设中的大问题摆到极为重要的地位ꎬ 坚持问题意识、 目标导向、 效果导向相

统一ꎬ 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决心开展斗争ꎬ 持续用力、 久久为功ꎬ 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

更加坚强有力ꎮ 具体而言ꎬ 习近平指出ꎬ 理想信念坚定同对党绝对忠诚是密切联系的ꎮ “理想信念

坚定才能对党忠诚ꎬ 对党忠诚是对理想信念坚定的最好诠释ꎮ”⑤ 对党绝对忠诚ꎬ 必须旗帜鲜明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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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信念模糊动摇的言行作斗争ꎬ 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腐蚀ꎬ 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ꎮ 习近平

强调ꎬ 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ꎬ 时刻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ꎬ 把对党绝对忠诚作为选人

用人的第一标准ꎬ 切实解决党员不履行义务、 不发挥作用、 不遵守规矩等问题ꎬ 坚决破除选人用人

上的不正之风ꎬ 不断提高党员队伍质量ꎬ 培养造就一支铁一般信仰、 铁一般信念、 铁一般纪律、 铁

一般担当的执政骨干队伍ꎮ 习近平要求党员干部大力弘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ꎬ 把说老实话、
办老实事、 做老实人作为共产党人做人做事的根本原则ꎬ 敢于同说假话、 言行不一的人作斗争ꎮ 习

近平把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ꎬ 要求党员干部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ꎬ
决不允许对党中央阳奉阴违ꎬ 做两面人、 搞两面派、 搞 “伪忠诚”ꎮ 可见ꎬ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党

忠诚的重要论述ꎬ 创造性地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进行党的自我革命、 如何进行党的自我革命的重

大课题ꎮ 在新征程上ꎬ 只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党忠诚的重要论述为重要遵循ꎬ 坚决清除对

党不忠诚、 不老实的 “两面人”ꎬ 就一定能够不断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ꎬ 永葆马克思主义执政

党的先进性纯洁性ꎮ
４. 为国外一些政党从严管党治党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从一定意义上说ꎬ 政党发展史就是一部政党治理史ꎮ 因此ꎬ 强化党内治理是任何政党必须回答

好、 解决好的重大课题ꎬ 对超大规模的政党而言更是如此ꎮ 苏联共产党有近 ２０００ 万党员时ꎬ 丧失政

权、 亡党亡国ꎬ 原因固然很多ꎬ 但最根本的一条是党员干部尤其高级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 背离

党的宗旨、 纪律意识淡薄以及对党不忠诚、 不老实ꎮ 正如习近平所说: “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

历程告诉我们ꎬ 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ꎬ 就会土崩瓦

解ꎮ”① 值得注意的是ꎬ 国外一些政党尤其是共产党也明确把对党忠诚写入党规党纪ꎮ 朝鲜劳动党章

程规定: “党员必须无限忠于党和领袖ꎬ 用党的唯一思想牢固武装自己ꎬ 按照党的唯一思想的要求

思考和行动ꎬ 无条件地接受并坚决拥护和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ꎮ” 古巴共产党章程规定: “党员应该

以敬业、 牺牲和奉献的精神来对待革命事业ꎬ 成为革命政策和党的一名忠实分子ꎮ”② 党的十八大以

来ꎬ 党中央通过开展党内集中教育ꎬ 强化日常教育管理ꎬ 增强了党员干部对党忠诚意识ꎻ 通过建立

健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制度体系ꎬ 提升了全党对党忠诚的理性自觉ꎻ 通过坚决清除对党不忠诚、
不老实、 阳奉阴违的两面人、 两面派ꎬ 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ꎬ 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党忠诚的重要论述ꎬ 既是对我们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经验总结ꎬ 也是对

其他国家管党治党优秀文明成果的积极借鉴ꎮ 总之ꎬ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党忠诚的重要论述是新形

势下我们党对管党治党规律性认识的集大成ꎬ 不仅为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提供了行动指南ꎬ 同

时也为国外一些政党从严管党治党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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